
 

  

A01 Eugenebaby 

1.1.1.1.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EIGHTEX MANIERES 5 合一防合一防合一防合一防 UV 揹帶揹帶揹帶揹帶 

 

 

 

日本的 Eightex 於 1962 年於日本成立，多年來堅持對揹帶的高要求，5 合 1 防 UV 揹帶提供父母一

條從初生至 36 個月都可以使用的選擇，可根據寶寶不同的年齡階段採用不同的抱姿，5 種不同的形

式包括 

1）橫抱式：初生 0 個月-6 個月（體重 10KG） 

2）緊擁抱式：2 個月-頸部能豎起開始 

3）對面式抱法：頸部能豎起（4 個月）-24 個月（體重 13KG） 

4）面向前式抱法：頸部能豎起（4 個月）-24 個月（體重過 13KG） 

5）背式：頸部能豎起（4 個月）-36 個月（體重 15KG） 

 

使用抗菌防臭的纖維於日本製造，物料輕便，吸汗並能遮擋紫外線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5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099)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唔買走寶必備品唔買走寶必備品唔買走寶必備品唔買走寶必備品」」」」



 

A01 Eugenebaby 

2.2.2.2.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AMOS EASY GO PP 即棄奶瓶即棄奶瓶即棄奶瓶即棄奶瓶 250ML 

 

 

 

作為一個時尚與稱職兼備的媽媽，對於大包小包的 BB 用品，難免會頭痛。 

 

來自瑞士的 Amos，了解媽媽的需要，為媽媽出品了即棄型的奶瓶，體積細小、容易攜帶，奶瓶包

裝前已經過高溫消毒密封，令媽媽可即開即用。打開奶瓶後其配合度很高，可根據 BB 而調節不同

的弧度及伸縮度。 

 

� 打開前只有 8 cm 高，方便攜帶，打開後容量達 250 ml 

� 餵哺時，奶瓶可伸縮及調校至合適的弧度 

� 包裝前經已高溫消毒密封，設計有效預防細菌感染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4/2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件件件件) 



 

A01 Eugenebaby 

3.3.3.3.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ARDO 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 

 

 

 

很多媽媽產後就要重返工作間，無法親身給寶寶餵哺母乳怎麼辦呢？當媽媽生病了暫時不能餵母

乳，要怎樣才能維持充足的乳汁分泌量呢？有些媽媽奶水特別多，很容易導致乳腺堵塞及乳房脹

痛，如何避免呢？在這些時候，吸奶器就可以大派用場啦！ 

 

Ardo 是來自瑞士的知名母乳餵哺用品品牌，產品設計獨特，符合人體工學，通過瑞士嚴格的品質認

證，給媽媽帶來溫和高效的哺乳體驗。 

 

� 防漏排氣設計，可調高排氣出口，確保乳汁不外溢 

� 真空隔菌薄膜，防止乳汁進入軟管，保持吸乳環境安全衛生 

� 旋轉式手柄，左手或右手均可輕鬆掌握使用 

� 備 26mm、28mm 及 31mm 乳罩杯，適合不同大小的乳頭 

� 備 26mm 按摩軟罩，有助紓緩哺乳期的乳房脹痛，促進母乳分泌 

� 150ml 儲奶瓶附有瓶蓋，方便外出攜帶及存放 

� 配備清潔刷，方便清洗，確保衛生 

� 不含 BPA 

� 瑞士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43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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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BREVI GOCCIA 防滑沐浴盆防滑沐浴盆防滑沐浴盆防滑沐浴盆 

 

 

 

意大利 Brevi 於 1954 年成立，擁有超過 60 年歷史，專門生產嬰兒用品。Brevi 一直致力照顧寶寶每

個成長階段，注重寶寶的安全及舒適感，並透過研究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設計出各款創新、貼

心的嬰兒產品。至今產品超過 200 種，銷售遍佈全球 58 個國家。所有產品均符合嚴格的歐洲安全

標準，安全可靠。 

 

� 適合初生嬰兒 

� 符合人體工程學設計 

� 配有溫度計及防滑墊 

� 備有兩個座位適合 0-6 月和 6 個月至 15kg 使用， 以配合寶寶身形 

� 沐浴盆容量為 7-14 升 

� 配備軟塞方便排水 

� 盆底設有防滑腳及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側握以方便移動 

� 可以另備座地支撐架， 以供使用 

� 設有紫、綠、橙、藍顏色可供選擇 

� 意大利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5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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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yBrestFriend 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 

 

 

 

擔心要去搶奶粉？不如選擇餵哺母乳，寶寶既可以食得健康，媽媽又可以預防疾病，更可以減少環

境污染。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倡寶寶首六個月應餵食純母乳，其後進食固體食物，亦應以母乳輔

助直至兩歲以上。 

 

美國品牌 MyBrestFriend 哺乳枕由哺乳專家設計，造型獨特，安全舒適，讓媽媽寶寶享受親子之間

幸福親密的時光。 

 

� 環形設計，可承托背部，讓媽媽於餵哺過程中保持正確坐姿，避免腰部疼痛 

� 軟墊能緊貼固定媽媽及寶寶的位置，可防止嬰兒滾動 

� 索帶設計可單手調校鬆緊度，並可輕鬆除扣 

� 手部靠墊，可減輕肩部的壓力 

� 附設小袋，可放置手機、手巾或水樽等物件 

� 有多種顏色可供選擇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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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CLEVAMAMA 嬰兒嬰兒嬰兒嬰兒 3 合合合合 1 包被包被包被包被 

 

 

 

 

愛爾蘭品牌ClevaMama®，於2003年成立，務實地設計不同的嬰幼兒產品。 

 

由一眾媽媽成立的ClevaMama®認為包被可以提供一個寧靜舒適的睡眠質素給寶寶，被包裹的寶寶

可以重新感受被媽媽子宮包圍的安全性和舒適性，緊密的感覺有助於防止驚嚇反射。 

 

可調適的魔術貼可隨寶寶不同的成長階段而使用，由純棉製造，備有0-3 及3-6兩個尺寸。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5-$16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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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Mamajoo5 合合合合 1 多功能奶瓶消毒奶煲多功能奶瓶消毒奶煲多功能奶瓶消毒奶煲多功能奶瓶消毒奶煲 (連烘乾功能連烘乾功能連烘乾功能連烘乾功能) 

 

 
 

Mamajoo 成立於 1995 年是土耳其的第一間生產不含雙酚 A 的 PES 及 PP 奶瓶的公司，廠房的設施

符合 ISO9001。Mamajoo 產品包括嬰兒餵食用具如奶樽、玩嘴、 奶泵、消毒奶煲、暖奶器等。 

 

5 合 1 功能消毒奶煲： 

� 蒸氣消毒、烘乾、蒸煮食物、加熱食物、暖奶，集五大功能於一身，一物多用，易於儲存 

� 設計精巧，可拆除， 符合人體工程學， 家用及外出攜帶都方便，能為寶寶隨時隨地提供最實

用和健康的衛生條件。 

� 奶煲由微處理器技術自動操控，另有 LCD 顯示屏，方便操作。 

� 奶煲可容 6 個標準和 5 個寬口奶瓶 

� 全為 PP 物料 

� 不含雙酚 A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1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90)  

(限量共限量共限量共限量共 50 個個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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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PALI TRE.9 手推車手推車手推車手推車 

 

 

 

來自意大利的 Pali 有近百年的悠久歷史，經歷四代來發展其手工製作的傳統技術，以製造高級兒童

家具而為人熟識。 

 

公司與時並進，了解市場需要開始擁有品牌的嬰兒手推車，以輕便生活作主張製造出十分輕便及易

於處理的 TRE.9 手推車，手推車重量只有 3.9kg(不計車輪)，可單手開合適合初生至 15 公斤的寶寶，

四輪均設有上鎖功能。 

 

備有 5 點式安全帶，可調式腳踏及多段式坐椅調校並配備雨套。手推車通過歐洲測試符合

EN1888:2012。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19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99) 

(限量共限量共限量共限量共 80 部部部部) (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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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LA BABY 歐洲款嬰兒木床歐洲款嬰兒木床歐洲款嬰兒木床歐洲款嬰兒木床 

 

 
 

L.A. Baby 品牌自 1997 至今仍一直生產高品質嬰兒床及嬰兒床墊，秉持著提供最安全、舒適、可靠

的嬰幼兒產品給寶寶。 

� 單邊活動床欄 

� 附有防咬膠邊 

� 床底板有三段式可調節高度 

� 送乳膠床褥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00 / VIP $1,3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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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Suavinex 玩嘴玩嘴玩嘴玩嘴 

 

 

 
 

來自西班牙的 Suavinex 是世界著名嬰幼兒餵食用品品牌，擁有超過 30 年的經驗。所有產品均以寶

寶的感受為前題，亦特別注重安全及舒適，搭配多種不同的圖案及款式設計，能夠滿足不同寶寶和

媽媽的需要，是餵食用品中的藝術品。所有產品均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測試，達到最高的認證 ISO 

9001/9002，亦符合所有現有的規格。 

 

Haute Couture 是 Suavinex 的一組使用高質素物料及優質製作出的玩嘴系列，設計靈感來自珠寶的

精美設計，裝飾面有鍍鉻、貼金等等。玩嘴不含雙酚 A，使用醫用級矽膠製造，圓嘴設計令寶寶吸

吮時可保持在嘴內中間位置。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0 / VIP $4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5) 

 

 

 

 

 

 



 

C01-02, 11-12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1.11.11.11.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zpz Happy Mat 笑臉餐碟枱墊笑臉餐碟枱墊笑臉餐碟枱墊笑臉餐碟枱墊 

 

 

 

人氣爆燈的創意嬰兒餐具，於美國首度推出時，瘋魔一眾父母，產品數度被搶購一空。今年剛登陸

香港，首次也是年內唯一一次安排在荷花 BB 博覽獨家限量發售，勢必掀起搶購熱潮！ 

 

Happy Mat 巧妙地把餐碟和枱墊合二為一，並具有強力的吸吮能力，可牢牢地吸附在桌面上，父母

再也不用擔心寶寶把碗碟翻倒，寬闊的範圍可承接大部分掉落的食物，節省不少膳後清潔的時間。

備有 4 種鮮艷顏色以供選擇，可愛的笑臉圖案令寶寶進食時加添無限樂趣。 

 

通過 FDA 認證的 Happy Mat 笑臉餐碟枱墊是由優質的食品級無毒矽膠製成，不含 PVC、雙酚 A、

塑化劑等有害物質，適用於洗碗機及微波爐。餐墊堅固耐用，易於清洗，更可疊起擺放，確是父母

及小朋友的最佳進食良伴！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0 個個個個) 

憑憑憑憑優惠小冊子優惠小冊子優惠小冊子優惠小冊子指定內頁購買指定內頁購買指定內頁購買指定內頁購買，，，，更加送歐洲製造之更加送歐洲製造之更加送歐洲製造之更加送歐洲製造之 Funky Baby 嬰兒全棉三角巾嬰兒全棉三角巾嬰兒全棉三角巾嬰兒全棉三角巾 



 

E07-08 Skin Corner Limited 

12.12.12.12.    Buds Organics 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 

 

 

 

Buds Organics 有機嬰兒護膚系列獲法國 ECOCERT 有機認證，不含防腐劑，採用最優質的有機和

天然成分，令嬰兒避免接觸潛在危險的化學成分。主要分初生嬰兒、孩子、幼童和孕婦四大護膚系

列。 

 

今年首次參加 BB 博覽，特意推介$220 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博覽可享買一送一優惠，售完

即止！另備多款有機嬰孩護膚套裝及每日精選優惠，約定你 E07 E08 攤位見！ 

 

有機嬰兒皇牌護膚體驗套裝含： 

1)有機初生尊貴全身潔膚液 60ml  

2)有機初生尊貴潤膚霜 30ml  

3)有機尿布疹膏 15ml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現場優惠現場優惠現場優惠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20) 

 

 



 

F07-08 Biostime Hong Kong Ltd 

13.13.13.13.    Healthy Time 美國有機嬰幼兒食品及護理用美國有機嬰幼兒食品及護理用美國有機嬰幼兒食品及護理用美國有機嬰幼兒食品及護理用品品品品 及及及及                                

Biostime 法國進口嬰幼兒奶粉及兒童益生菌法國進口嬰幼兒奶粉及兒童益生菌法國進口嬰幼兒奶粉及兒童益生菌法國進口嬰幼兒奶粉及兒童益生菌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是支持 BB 健康成長和發展的輔食佳品，享譽 30 餘年！一向大受歡迎、呵

護敏感 BB、兒科醫院也建議胃酸倒流的 BB 進食的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有機米糊。另外，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有機牙仔餅，硬度適中鍛鍊咀嚼，含鈣有助骨骼成長。 

 

為慶祝 Biostime 正式登陸香港，是次 BB 展放送會場大優惠！凡購買法國進口的 Biostime 嬰幼兒奶

粉、兒童益生菌或風靡國際、獲 USDA 認証的美國有機嬰幼兒食品及護理用品品牌的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產品，即可享正價低至 5 折優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米糊米糊米糊米糊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99/2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8) 

牙仔餅牙仔餅牙仔餅牙仔餅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39/2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3) 

出示有效會場優惠券以出示有效會場優惠券以出示有效會場優惠券以出示有效會場優惠券以$5 換購指定有機果泥換購指定有機果泥換購指定有機果泥換購指定有機果泥 1 樽樽樽樽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F11 生命之源生命之源生命之源生命之源 

14.14.14.14.    澳洲金盞花濕疹三寶澳洲金盞花濕疹三寶澳洲金盞花濕疹三寶澳洲金盞花濕疹三寶 

 

 

 

澳洲金盞花沐浴露含金盞花，洋甘菊，蒲公英，艾草，沒藥，白芷等豐富的草本精華成分，富含保

濕精華，具有止癢抑菌，舒緩敏感，抗濕疹，抗皮炎，止癢同時深入滋潤嬌嫩皮膚。天然草本成分

無刺激，其 PH 值接近人體皮膚的酸鹼度，讓肌膚得到雙重滋養。其高效鎖水因子能夠充分提升肌

膚的水潤度和柔滑度，浴後肌膚感覺如絲般幼滑嬌嫩，幽香動人。適合寶寶喝敏感人士。 

 

配合本產品，有金盞花止癢浸浴包，金盞花護膚膏。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16) 



 

G09 AQUA PLAY COMPANY LIMITED 

15.15.15.15.    防濕疹護膚用品防濕疹護膚用品防濕疹護膚用品防濕疹護膚用品 

 

 

 

 

獨家銷售三藩市海鹽：12 種全天然海鹽浴鹽可選，洗澡時放一小茶匙便可達到消毒/防菌的作用而

有效地防止濕疹，還可以平衡皮膚的 pH 而達到保濕的作用。 

 

新一代寶寶洗澡秘方：韓國天然蒟蒻海綿 PH8.4 鹼性，不需加洗澡液也能清潔寶寶幼嫩的皮膚，不

損害皮膚本有的保護層和水分而達到防濕疹的作用。 

 

榮獲 2015 Parents Best of the Best 大獎全天然可食用的 Jo Lauren 燕麥浴，市面上唯一 100%燕麥成

份的護膚產品。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三藩市海鹽三藩市海鹽三藩市海鹽三藩市海鹽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85 (原原原原價價價價$169) 

韓國蒟蒻海綿韓國蒟蒻海綿韓國蒟蒻海綿韓國蒟蒻海綿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38) 

Jo Lauren 燕麥浴燕麥浴燕麥浴燕麥浴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4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88) 



 

H01-03, 18-20 Mapa Babycare Company Ltd. 

16.16.16.16.    NUK 蒸氣消毒奶煲連纖巧型寬口蒸氣消毒奶煲連纖巧型寬口蒸氣消毒奶煲連纖巧型寬口蒸氣消毒奶煲連纖巧型寬口 PP 奶瓶套裝奶瓶套裝奶瓶套裝奶瓶套裝 

 

 
 

NUK 來自德國享譽全球 60 年的國際知名品牌，提供全方位的母嬰護理產品，可靠的品質保證，所

有產品符合最嚴苛的歐盟及德國品質標準。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208)  

 

 

 

 

 



 

H05 Sav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17.17.17.17.    思詩樂嬰兒抗菌清潔棉思詩樂嬰兒抗菌清潔棉思詩樂嬰兒抗菌清潔棉思詩樂嬰兒抗菌清潔棉 120 + 20 片片片片 

 

 

 

全港媽咪口碑之選，思詩樂嬰兒抗菌清潔棉 

� 100%純棉製造，絕無添加化學成分 

� 棉花經水力打壓處理，平滑軟柔，不掉毛絮 

� 不會刺激 BB 肌膚，用後絕不敏感  

� 天然抗菌處理，符合 JTETC 認定基準，具抗菌防臭及抑制細菌增生效果 

� 適用於嬰兒換尿片及日常清潔或媽媽於產前/後的生理清潔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61.9)，，，，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10 包加送包加送包加送包加送 120 片片片片，，，，再送再送再送再送 80 片輕便裝片輕便裝片輕便裝片輕便裝，，，，數量有限數量有限數量有限數量有限，，，，欲購從速欲購從速欲購從速欲購從速！！！！ 



 

H11-12 Vinda Personal Care HK Ltd 

18.18.18.18.    Sealer 噓噓樂透氣輕柔紙尿片升噓噓樂透氣輕柔紙尿片升噓噓樂透氣輕柔紙尿片升噓噓樂透氣輕柔紙尿片升級版級版級版級版 

 

 

 

Sealer 噓噓樂透氣輕柔紙尿片升級版，知慳識算超級媽咪精明之選，超值升級，品質媲美大品牌；

全新升級波浪紋瞬吸層設計，快速導流防背漏，超柔軟親膚棉面配合特薄人體工學剪裁，透氣乾爽，

呵護寶寶幼嫩肌膚；加上價格親民，深得精打細算的精明媽媽喜愛。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中碼中碼中碼中碼 (56 片片片片)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2) 

大碼大碼大碼大碼(50 片片片片)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2) 

加大碼加大碼加大碼加大碼(44 片片片片)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2) 

加加大碼加加大碼加加大碼加加大碼(28 片片片片)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5) 



 

L11 Ways BB Ltd. 

19.19.19.19.    Tokidoki x Kanga Care 特別限量版環保尿布褲特別限量版環保尿布褲特別限量版環保尿布褲特別限量版環保尿布褲 

 

 

 

美國進口的環保尿布褲，兼具環保、慳錢、美觀、舒適、健康等好處，可以清洗及重覆使用，並可

調教大細，適合初生穿着直到戒片，而且產品最終到了堆填區亦可被生物降解。 

 

產品獲美國專利防漏隔邊，並有可調校六種不同吸濕力的片芯。BB 穿了後可大大減低皮膚敏感症

狀，不需使用類固醇等藥物影響健康、而且 BB 穿尿布褲比穿紙尿片會更快戒片。 

 

品牌今年與國際知名插畫師(Tokidoki)合作推出一系列時尚花款的尿布褲，所有款式都是全球限量發

售。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8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50) 

 

 

 

 

 

 

 

 



 

L16 Guten-b (Group) Company Limited 

20.20.20.20.    b-kitchen 手提式攪拌器手提式攪拌器手提式攪拌器手提式攪拌器 

 

 

 

奧地利品牌 b-kitchen 正式登陸香港！身型小巧的手提式攪拌器”Quickmix”，隨機附送四件可替換刀

片，可轉換成不同的攪拌及切碎功能，例如：打生果蓉、蔬菜蓉、碎肉，打果汁等等。讓媽媽輕鬆

製作出自家健康 BB 食品！購物滿港幣 800 元即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08) 

 



 

M02-03, 22-23 Paka Toys & Gifts Limited 

21.21.21.21.    K’s Kids Playmat 

 

 

 

K’s Kids Playmat是每個寶寶的必備品，寶寶可盡情地在墊上自由遊玩，更能讓寶寶透過爬行鍛煉其

大肌肉能力。地墊色彩繽紛，圖案豐富，能刺激寶寶的視覺發展。此地墊是由無毒性的EPE物料所

製的，安全且高品質，絕對是信心的保證。 

 

K’s Kids及旗下品牌的玩具，不單只是玩具，更是幫助兒童全面發展的好幫手。 

 

展會期間 K’s Kids 及旗下品牌的產品更以低至 75 折優惠出售，爸爸媽媽快來選購！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89) 

 

 

 

 



 

M04 Sun Uses (HK) Limited 

22.22.22.22.    Mama & Kids 系列產品系列產品系列產品系列產品 

 

 

 
 

「Mama & Kids」日本人氣 No.1 護膚品牌，20 年間不斷地鑽研嬰兒及孕婦的肌膚，與皮膚科、兒

科及婦產科醫生一起研發和成長。 

 

� 寶寶乳霜：臉和全身用的乳霜，仿傚媽媽子宮內的環境，延伸性良好，高效滋潤乾燥肌膚，推

薦秋冬乾燥季節作為全身護理。 

� 寶寶乳液：臉和全身用的乳液，仿傚媽媽子宮內的環境，性質溫和，滑順和延伸性良好沒有粘

膩感，長時間保持肌膚濕潤。 

� 泡沬狀洗髮液：泡沫迅速洗淨和不慎入眼也不會刺痛眼睛的處方是洗髮液的特點。高效去除粘

在頭皮上的污垢，洗淨後令頭髮柔軟如絲。 

� 臉和全身用的泡沬狀潔膚液：仿傚媽媽子宮內的環境，性質溫和適合敏感肌膚的弱酸性配方。

輕柔鬆軟的泡沫溫和潔淨肌膚的同時，亦能為肌膚保濕。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所有產品八折所有產品八折所有產品八折所有產品八折，，，，並贈送各種試用裝並贈送各種試用裝並贈送各種試用裝並贈送各種試用裝，，，，如選購套裝更贈送旅行輕便套裝如選購套裝更贈送旅行輕便套裝如選購套裝更贈送旅行輕便套裝如選購套裝更贈送旅行輕便套裝。。。。 



 

M13 AQ Bio Technology Group LTD 

23.23.23.23.    AQ 空氣殺菌噴霧機空氣殺菌噴霧機空氣殺菌噴霧機空氣殺菌噴霧機 

 

 

 

$0 買 AQ 空氣殺菌噴霧機！ 

 

AQ 空氣殺菌噴霧機能擊殺細菌病毒，有效除臭及分解甲醛等致癌物質，提升空氣含氧量，對防止

交叉感染、鼻敏感、咳喘、加速傷風感冒痊癒等尤其見效。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購買兩支凡購買兩支凡購買兩支凡購買兩支 AQ 補充液補充液補充液補充液 (原價每支原價每支原價每支原價每支$380)，，，，即可免費獲贈殺菌噴霧機即可免費獲贈殺菌噴霧機即可免費獲贈殺菌噴霧機即可免費獲贈殺菌噴霧機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00) 



 

M19-20 余仁生余仁生余仁生余仁生(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4.24.24.24.    余生生猴棗末余生生猴棗末余生生猴棗末余生生猴棗末 

 

 

 

清除痰塞，止咳順氣，對嬰孩久咳具顯著療效。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6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0) 



 

N10 Winning Company 

25.25.25.25.    韓國特厚遊戲墊及波波池套裝韓國特厚遊戲墊及波波池套裝韓國特厚遊戲墊及波波池套裝韓國特厚遊戲墊及波波池套裝 

 

 

 

� 安全又環保 - 環保高密度最優質 PE (聚乙烯) 海棉，具良好緩衝效果，舒適又安全。優良避震

及吸音效果 

� 防水易擦洗 - 用一般清潔劑輕抹即可 

� 多功能 - 換片墊/嬰兒爬行墊/兒童遊戲墊。自由組合為梳化/隧道/窗台防撞墊。 

� 產品規格 - 外層：聚氨酯；內層：7 層環保高密度聚乙烯海棉，內層 PE、外層 PU 都無毒，不

含重金屬及有害物質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中中中中)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0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398)，，，，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 

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特厚遊戲墊(大大大大)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3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98)，，，，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包送貨至一般地區 

特厚遊戲特厚遊戲特厚遊戲特厚遊戲墊墊墊墊(波波池套裝波波池套裝波波池套裝波波池套裝)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3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898)，，，，送送送送 1 包包包包 200 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包送貨包送貨包送貨包送貨

至一般地區至一般地區至一般地區至一般地區 

凡購買任何遊戲墊凡購買任何遊戲墊凡購買任何遊戲墊凡購買任何遊戲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49 換購換購換購換購 1 包包包包 200 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個透視球紋波波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8) 

 


